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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全局、察大势，议大事、谋大
计，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3月16日在北京胜利闭
幕。这次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严格遵
循法定程序，各位代表紧紧围绕“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履职尽责、凝神聚力，再次将民
主、团结、求实、奋进写在波澜壮阔的
时代画卷上。大会成果丰硕、催人奋
进，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会议充分肯定“十二五”时期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
过去一年各国家机关的工作。代表

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
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彰显了矢志改革、锐
意进取的使命担当，突出了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的民生情怀，是一个鼓
舞士气、提振人心、 下转A06版▶

以民主凝聚人心力量
以法治护航改革发展

——热烈祝贺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 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十三
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等；通过慈善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
署第43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今天的大会应出席代表2943人，

出席2859人，缺席84人，出席人数符
合法定人数。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
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主持。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
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李
建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
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
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在主席
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上午9时，张德江宣布大会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高度评价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重大成就，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十三五”时期
主要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2016年工
作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
议。决议指出，会议同意全国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
这个规划纲要。会议认为，“十三五”规
划纲要全面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的精神，提出的“十三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和重大举措，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
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反映了
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努力是完全
可以实现的。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2015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
定批准关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
了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
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决定批准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批准2016年中央预算。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慈善法，将自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
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
任务和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
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全
国人大常委会接受黄润秋辞去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
求的决定。 下转A06版▶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 张德江主持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通过慈善法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人民日报社论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郑晓
菲）为了迎接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展示海南风
采，省图书馆举办的“海南省图书馆馆藏博鳌亚洲论坛
文献展览”于今日开展。

展览分为博鳌亚洲论坛数据库展示、博鳌亚洲论
坛研究文献展示、博鳌亚洲论坛工作文献展示3个部
分，展出电子资源、图书文献70余种，多方面展示了博
鳌亚洲论坛成立15年来，有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扛
起国家战略的海南担当，以及在“论坛效应”带动下，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长足进步。

本次展览将展至3月31日，展览地址在省图书馆
地方文献中心，公众可免费观展。

据悉，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博鳌亚洲论坛，省图书
馆专门制作了博鳌亚洲论坛数据库。展览期间，该数
据库在省图书馆馆内及省图书馆网站上试运行，待展
览结束后将正式上线，馆内外读者可从省图书馆网站
进入数据库进行相关查询。

博鳌亚洲论坛文献展
昨起开展
由省图书馆举办，公众可免费参观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口市去年
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在参评
的省会城市中，国检取得排名第二的好成绩。这是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海口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
获悉的。

近日，中央文明办通报了2015年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情况，在对海口及全国其他122个地级以上提
名城市（区）测评中，海口文明城市年度测评总成绩为
89.52分，在全国9个参评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

据悉，2016年，“双创”仍然是海口各项工作的总
抓手。今年海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是国检成绩
在全国参评的省会城市中保持前三名。针对2015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检中发现的问题，海口市“双创”
工作指挥部将细化责任单位、明确时间节点，指导各责
任单位集中力量进行整改。

记者还从会议上获悉，海口计划今年新建71个文
明生态村、45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场所、20个
足球场地，着重打造“2016海南文化产业博览会”和海
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电影节暨第五届海口金岛音
乐节”。

海口“创文”国检
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
实现历史性突破

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刘操）
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海南
代表团部分住琼代表，在圆满完成本次
会议的各项议程后，于今天傍晚飞抵海
口。

今天返琼的海南团代表有罗保铭、
刘赐贵、符跃兰、王勇、符兴、戴金益、倪
强、肖杰、吉明江、张磊、林回福、周公

卒、王雄、李建保、邓泽永、余永华、黄月
芳、林美娟等18人。

此外，出席大会的解放军团代表刘
新也于今天同机返琼。

今年两会期间，海南团全体代表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一起，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认真听取并审议了各项报
告，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展示了海南良

好形象，为大会的圆满成功作出了积极
贡献。据统计，今年海南团代表共向大
会提交议案4件、建议46件。这些议
案、建议质量高，涉及面广，涵盖了支持
海南省建设自由贸易区，推动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发掘、整理和研究南海《更路
簿》及支持海南建设“国家休闲农业示
范区”等多个方面。

回到海南接受记者采访时，代表
们纷纷表示，此次大会收获很大，在今
后的工作中，要认真传达、贯彻、落实
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断
提高履职能力、增强履职本领。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倾听基
层群众的声音，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

用，最大限度地释放深化改革的正能
量。

海南代表团其他住琼代表将于近
日陆续返琼。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省
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贾东军，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到
机场迎接。

罗保铭刘赐贵等住琼全国人大代表陆续返琼

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金 融

新动能

养老金

去产能

简政放权

文物保护

新经济

医保联网

我们就是要用减政府权力的“痛”，来换得企业、
群众办事的“爽”。

我们保护文物实际上也是在推动文化事业的发
展，滋养道德的力量，传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推
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可以形成投鞭断流的气势，再加上
背水一战的意志，就可以顶住经济下行
的压力，而且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要在今年基本解决省内就医异地直
接结算的基础上，争取用两年时间，使老
年人跨省异地住院费用能够直接结算。

金融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不发展，是
金融最大的风险。

中国新的动能正在生成，而且超出我们的预期。
我们把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经济

的“双引擎”，就会闯过困难的关口，跃上希望的高原。

大家都有退休、需要养老的一天，这里我想做个安民告示，从全面、长
期来看，中国政府保障公民养老金发放是没有问
题的。可以肯定地说，老有所养不会
也绝不能是一句空话。

推进去产能，必须做到过剩产能要去，但大量职工
的饭碗不能丢，而且争取让他们拿上新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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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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